
话剧《孟泰》是鞍山市艺
术剧院于去年完成立项的一
部大型原创话剧，尽管受到疫
情影响，但剧组克服了许多困
难于今年8月创作完成。该剧
时 长 130 分 钟 ，分 为 九 大 部
分 。 话 剧 打 破 了 按 照 时 间
顺序线性陈述的传统方式，
采用倒叙与插叙相结合的表
现手法，讲述了孟泰“建设仓

库”“保卫高炉”“爱厂为家”等
多个故事片段。该剧用丰富
多彩的舞台表现形式，充分展
现 了 影 响 并 激 励 几 代 人 的

“ 孟 泰 精 神 ”。 整 个 演 出 过
程，观众时而报以热烈掌声，
时而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
现 场 观 众 在 感 动 中 心 潮 澎
湃，在动情处由衷喝彩。现场
观剧氛围十分感人。

工业题材力作打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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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艺术节紧随时代的演出
内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现代表
达方式，艺术与文旅、与生活相融
合的创新性发展，令人耳目一新。

在家门口
甚至足不出户就可观看

本届艺术节参演剧团众多，
参演剧目涵盖了各大艺术门类。

这样丰富多彩的展演内容，观
众要到哪里看呢？今年的展演活
动以沈阳为主会场，各市设分会
场。全省各市都有剧目参演，观

众在家门口就可以看戏。本届艺
术节新增的各类展览展示将在线
上线下同步推出，线上观看更为方
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观看。

本届艺术节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背景下举办，线下的剧目展
演、群众文化活动将采取严格的
疫情防控措施，现场观众人数不
超过剧场最大承载量的50%。

景区成了广阔舞台

助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
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展演在旅游景
区进行，青山绿水打开了展示艺

术魅力的新空间。
本届艺术节期间，本溪市文

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在小市一庄
景区举行惠民文艺演出。“百姓联
动大舞台”是本溪市群众艺术馆
坚持了近20年的一个金牌惠民文
化项目，曾获“群星奖”金奖。来
自基层的群众演员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表演，为景区注入了
鲜活的文化内涵。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暨
“锦绣辽宁 多彩非遗”展示展演
活动将在鞍山千山老院子景区举
办，来自省内十余个城市 52 个极
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将与 观 众

见面。置身如诗如画的景区，观
众们看秋景、赏演出、观展览、尝美
食，一起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饱眼福还可饱口福

采集本届艺术节报道素材时，
记者既感受到从内容到形式都富
有雅俗共赏的特色，又感受到历史
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的交融。

海城喇叭戏是鞍山独有的
地 方 剧 种 ，至 今 约 有 300 年 历
史。2008 年，海城喇叭戏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本届艺术节上，海城喇叭戏

展演剧目是第一部以英模人物
为原型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杜
鹃花开》，该剧有机地融入鞍山
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如
高跷、秧歌等，让这个老剧种生
机勃发，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
活、贴近百姓。

锦州的非遗展演项目，既有
辽 西 木 偶 戏 、医 巫 闾 山 满 族 剪
纸，又有锦州小菜制作技艺、沟
帮子熏鸡制作技艺，让观众不仅
可以饱眼福，而且可以实实在在
地饱口福，非遗项目的优秀历史
因子就这样创造性地融入了当
代生活。

本届艺术节有啥“不一般”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阳大学校史
馆内日前开设了“符莉书屋”，传承该校教授符
莉爱校如家、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的师德师风。

符莉生前是沈阳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铸造教
研室教授，从教 50 余年，她不仅给学生传授知
识，而且关心学生的生活，教育学生如何做人，
得到学生们“亲如妈妈”的评价。此次开设的

“符莉书屋”，收集、整理、扫描了符莉遗留的图
纸、科研教案等相关资料，基本复原了符莉书房
的原貌。在书屋正式开放当日，符莉第一次担
任班主任所在班的 15 名学生为书屋捐赠了符
莉铜像，以表达学生们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沈阳大学开设“符莉书屋”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了让大众
了解我省的文艺成果，辽宁文化共享频道在
本届艺术节期间特别推出往届精品获奖剧目
展播活动。

辽宁省艺术节从 1989 年开始迄今已成
功举办了 10届，创作演出了 200余部优秀剧

（节）目，成为我省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盛
会。据介绍，本次展播的往届精选剧目包括
话剧《祖传秘方》《干字碑》《开炉》，歌剧《雪
原》《图伯特》，舞剧《梅兰芳》，儿童剧《西游后
记》，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等。

文化共享频道展播
往届艺术节精选剧目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于9月15日拉开
帷幕。作为我省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盛会和
文化艺术惠民平台，每三年举办一届的艺术节
堪称是对全省舞台艺术的一次大考。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等重大主题，推出一批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艺术作品以及优秀
艺术人才，展示新时代辽宁文艺发展新成果，展
现全省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助力辽宁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这次艺术大考的题目。
时代是出卷人，文艺工作者是答卷人，观众是阅
卷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可以从多个角度来
打分，对艺术节，人们至少有六个期待。

一看精品力作。省艺术节已经历时31年，
创作演出了200余部优秀剧（节）目，其中，具有
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精品力作数不胜数。
本届艺术节，有31台剧目依次登场，包括话剧、
京剧、评剧、歌剧、音乐剧、舞剧，以及辽宁独有
的剧种海城喇叭戏，涵盖了我省绝大多数的艺
术门类。期待这些作品中会出现如当年的歌
剧《苍原》、话剧《父亲》那样具有穿越时空魅力
的经典作品。

二看新人辈出。辽宁盛产艺术人才，这一
点众所周知。正因如此，辽宁也成了艺术人才
的摇篮，每每看到有辽宁籍的青年艺术家出现
在更大的舞台上，既让人自豪，又让人担忧人才
外流。如何让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艺术人才
在辽宁的舞台上“绽放”，为辽宁的舞台增光添
彩，将是提升辽宁舞台艺术水准的重要课题。

三看传统延续。辽宁的舞台艺术始终有
独特的品格，现实题材一直为辽宁的艺术家所
钟爱，本届艺术节的剧目单上同样可以看到一
大批立足现实的作品，颂扬英雄模范的话剧

《孟泰》《忠魂当歌》，反映辽宁振兴发展、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剧《工匠世家》《大
地米香》，抗击疫情题材的话剧《与你同在》，反腐
倡廉题材的京剧《公仪休》等，都有着极强的现实
针对性。与此同时，辽宁舞台艺术端庄大气、凝重
质朴，融健朗与唯美于一体的整体风格颇具辨识
度，也是辽版艺术作品的魅力所在。希望这样的
特质能够在本届艺术节上再次让观众感受到。

四看创新创意。新媒体、新技术层出不穷
的大背景下，文艺创作已经进入创新为王、创意
为王的时代，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
探索创新，综合运用舞台艺术手段，力求体现更
高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追求，成为作品能否征服
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看文化的深耕。辽宁文化底蕴丰厚，现
实生活丰富多彩，始终为文艺创作提供着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养分。如何将这些养分以“最
辽宁”的方式呈现出来，考验着创作者对地域文
化深度解读和艺术化表达的能力。

六看群众文化的繁荣。本届艺术节，除了
专业艺术院团的演出，还有群众文化系列活动，
包括音乐（声乐、器乐）展演、舞蹈展演、广场舞
展演、曲艺展演和戏剧（小戏、小品）展演，有百
余个节目、近2000人参加，这些活动将在“辽宁
文化云”同步直播，以提高群众的关注度。同
时，还增加了全省优秀美术、摄影、书法和篆刻
作品展览和非遗展示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
众充分参与，从中拥有获得感、幸福感，这也是
艺术节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对艺术节的期待
高 爽

特别策划·关注省第十一届艺术节 TEBIECEHUA

省第十一届艺术节开幕

话剧《孟泰》打动观众
本报记者 王臻青

9月15日晚，省第十一届艺术节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三年一届的艺术节迎
来又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31台剧目将在全省多个城市精彩上演，群众文化活动如火
如荼，美术展览异彩纷呈。本届艺术节凝结着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与艺术
智慧。省艺术节将极大地丰富大众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沈阳交响乐
团委约，并在沈阳首演的《第一交响曲·盛京故事》
日前被收入《新时代中国交响作品原创精粹》出版，
并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第一交响曲·盛京故事》是沈阳交响乐团的原
创交响乐作品，也是辽宁籍作曲家崔炳元献给家乡
的重要作品。已成为沈阳交响乐团的保留曲目。

《第一交响曲·盛京故事》
入选“原创精粹”

9月15日,“宸宫华翰——李仲
元书法作品展”在沈阳故宫举行，此
次展出的30件书法作品是李仲元创
作的有关沈阳故宫历史、文化、著名
人物和文物藏品的诗文。沈阳故宫
举办过多次名家书法展，但举办捐
赠作品展尚属首次。

本次展览不仅丰富了沈阳城市
文化，而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次有效而深层次的传播。

李仲元是著名文化学者、诗人、
书法家、历史考古学研究专家，是沈
阳故宫博物院名誉院长。

李仲元师从沈延毅，书法艺术
以二王为宗，别具一格，其创作的作
品多次参加全国和海外书法大展，
并在北京、沈阳等地多次举办个人
展览。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
说，李仲元 6岁就与沈阳故宫结缘，
至今已有八十一载。上世纪 70 年
代至 90 年代，他曾长期在沈阳故宫

博物院从事行政管理、学术研究等
工作，担任过副院长、研究馆员等
职务。作为沈阳故宫的老院长，他
为沈阳故宫奉献了自己的全部青
春；退休后，被聘为沈阳故宫博物院
名誉院长，依然为沈阳故宫的建设
和发展出谋划策。李仲元在学术研
究、书法作品、诗歌创作等方面的造
诣与沈阳故宫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此次展出的 30 幅作品，很多是
写故宫的诗歌，这些诗歌是他在故
宫留下的痕迹、印记和见证。

本次展览的初衷是李仲元要把
这些艺术作品捐赠给沈阳故宫，以
这种方式表达他对沈阳故宫的眷
恋，将30件作品全部捐赠，回报沈阳
故宫。

李仲元在沈阳故宫工作期间，
了解到沈阳故宫藏画丰富，但从来
没有出过画集，他多年潜心研究、
鉴定，编辑了《沈阳故宫明清绘画
选辑》，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本画集第一次把沈阳故宫博物
院藏画公布于世，填补了两项空
白，一是沈阳故宫藏画出版画集的
空白，二是辽宁美术出版社第一次
为博物馆出版这样大型的画册。
这两项空白，得到了美术界和书画
界的赞赏。

谈起曾经工作过的沈阳故宫，
李仲元难掩心中的热爱：“一个人最
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一辈子干
了自己最愿意干的事，作为一辈子
的职业，那是最快乐的，所以我在沈
阳故宫工作的时候就把全部生命投
入了进去。”

此次展出的李仲元30件诗文书
法作品中，有诗作灵感来自清代宫
廷画家郎世宁的《设色竹荫西狑
图》、指画开山祖师高其佩的《柳塘
鸳鸯图》，“状写形神各一途，泰西多
艺斐然殊。郎公独运生光笔，画取
西州健犬图。”“兴来抛笔画如神，叱
石成羊百态真。指下忽开新意境，

鸳鸯翠柳满塘春。”
除描写沈阳故宫博物馆馆藏

文物的作品外，此次展览还展出
了众多歌咏、吟诵沈阳故宫、沈阳
历史的诗文书法作品，30 件诗文
作品道尽李仲元对沈阳故宫和沈
阳的深情。而将这些诗文以独具
特色的书法艺术呈现出来，诗书
一体，意趣横生。

李仲元说，沈阳故宫始终是和
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地方。记
者在展览现场见到文艺理论家王
向峰，他特别
为李仲元向沈
阳故宫捐赠墨
宝 写 了 一 首
诗：越鸟南窠
恋旧枝，半生
从事系长思。
今朝尽箧无私
赠，鲁殿灵光
耀永时。

李仲元捐赠书法作品展在沈阳故宫举行
本报记者 杨 竞

李仲元书法作品。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孙浩在三个多月的创作时间
里，十易其稿，多次深入探访孟泰曾
经奋斗过的地方，挖掘出很多孟泰鲜
为人知、令人动容的工作与生活细
节。15日，孙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创作剧本的过程也是用“孟泰精
神”自我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的过程，

“孟泰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永
远不应该、也不会过时。

话剧《孟泰》展现了在伟大的
创业年代里中国工人真挚的情感
与高尚的情操。孟泰是新中国成
立后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该剧努
力去表现他的平凡与伟大，希望能

够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亲切、可
爱、可敬的老劳模孟泰形象。该剧
还深入挖掘了鞍山地域文化的独
特魅力。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会
赋予戏剧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话剧《孟泰》将独具魅力的鞍山地
域文化熔铸在戏剧作品中。

将劳模精神地域文化熔铸于戏剧中

9 月 15 日 18 时，记者来到
省第十一届艺术节主会场辽宁
大剧院门前的文化广场，虽然距
离开幕式还有1个小时，但此时
已有不少观众来到辽宁大剧院
文化广场，他们在观看大屏幕上
的艺术节演出信息，欣赏着为省
艺术节开幕助威的非遗项目舞
龙表演。18时30分，记者与观
众一起步入剧场。辽宁大剧院
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确保观
演环境的安全。与往届艺术节
不同的是，本届辽宁省艺术节体
现出文旅融合的特点，在灯火辉
煌的辽宁大剧院大厅里，辽宁省
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等文
博单位设立了文创产品展台，吸
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19时，省第十一届艺术节拉
开帷幕。首部亮相本届艺术节

的是鞍山市艺术剧院创排的话
剧《孟泰》，这是广大观众非常期
待的一部话剧，也是我省今年重
点创作的剧目之一。这部弘扬
劳模精神的工业题材作品体现
出我省戏剧艺术雄浑凝重的风
格。虽因疫情影响，辽宁大剧院
限制了入场观众人数，但首演现
场还是来了不少热爱戏剧艺术、
想要重温“孟泰精神”的观众。
观众王女士表示，能欣赏到反映
我省工业发展、弘扬劳模精神的
话剧，还买到了惠民票，感到非
常幸福。记者看到一个6岁男
孩与妈妈牵着手走进剧场，他
在大厅里取了一份节目单，大
声朗读起《孟泰》的剧情简介。
他接受采访时开心地说：“我还
想看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
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

开幕式活动体现文旅融合

记者在本届艺术节开幕之前，
来到辽宁大剧院采访时了解到，鞍
山市艺术剧院舞美工作人员连续
工作 48 小时，完成了非常复杂的
舞 台 道 具 安 装 工 作 。 据工作人
员介绍，通过三层转台在不同点
位的组合，可以呈现出 40 多个舞
台空间，可谓精心打造的舞台艺术

精品。近 70 名演职人员发扬“孟
泰精神”，锲而不舍地创作、锤炼
这部原创话剧。

话剧《孟泰》由孙浩编剧、宋国
锋执导，王纪厚担任舞台美术设
计，关中魁担任灯光设计，鞍山市
艺术剧院全体演员联袂主演。导
演宋国锋是著名导演、表演艺术

家，曾屡获国内戏剧大奖。宋国锋
在演出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何以
精彩的戏剧冲突与情节来凸显“孟
泰精神”，如何通过这部话剧展现
孟泰形象，传承“孟泰精神”，这是
他带领整个剧组在舞台实践中要
完成的课题，话剧《孟泰》是以舞台
艺术作品向劳模精神致敬。

近70名演职人员撑起力作

话剧《孟泰》剧照。 田 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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